
一○○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館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一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莊校長 暢 

與會出席者：莊副校長  晉、王榮祖館長、林玉美組長、劉瑞珍組長、各系所委員代表（如

簽到表所示） 

會議紀錄：林淑平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及圖書館同仁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在 TA 方面以及館舍的重新建置上，讓學

生感受到良好的服務，希望繼續維持服務品質的提升。 

 

貳、館長報告。(P.1) 

 

參、圖書館業務報告： 

  一、採購編目組林組長報告。(P.2) 

  二、流通閱覽組劉組長報告。(P.3～4) 

 

肆、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發展委員會委員建議事項，圖書館執行情形說明。(P.5～

7) 

     

伍、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 由 一：擬修正「圖書館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說    明：反應學校組織規程中校發中心之變動，提請討論！  
辦    法：本案討論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圖書館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情形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二條：委員產生及任期 
一、本委員會以校長為主任委

員，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會計主任、各學院院

長、推廣教育中心主任、職業

訓練中心主任、電算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圖書

館館長為當然委員，並由圖書

館館長兼任本委員會執行秘

書；另設選任委員十至二十名。 

第二條：委員產生及任期 
一、本委員會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副

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校

務發展中心主任、會計主任、各學院

院長、推廣教育暨職業訓練中心主任

、電算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圖書館館長為當然委員，並由圖

書館館長兼任本委員會執行秘書；另

設選任委員十至二十名。 

1.自 100 學年度起，

校務發展中心併入秘

書室，已無校務發展

中心主任一職。故刪

除原條文中的校務發

展中心主任。  
2. 推廣教育暨職業

訓練中心主任因已分

為兩個單位，故修正

為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及職業訓練中心主

任。 
決    議：通過 

 

陸、臨時動議(P.8) 

柒、散會 



館長報告： 

 
1. 100 學年度圖書館圖書資料 (圖書、期刊、電子資料庫) 採購總預算約 

1,700 萬元，按此基礎，往後以每年約 3.5%～4%成長，至 103 學年度 
約達 1,900 萬元。 

2. 網路影像文件輸出區建置完成並自十月份起正式對外開放。 
收費說明：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學生學習資源中心網路影像文件輸出區設施使用管理及收費辦法 

第五條 收費方式及原則 
一、 本區使用之智慧型點數卡採「押金扣點制」，使用者可於學生學習資 

源中心流通櫃枱購卡，依卡內預儲點數於使用或取件時抵扣使用。 
二、 各項服務計費標準如下： 

1. 掃描器：免費使用(但不得大量複製及佔用)。 
2. 黑白影印及列印，A4 規格，每頁計扣點數為一點。 
3. 黑白影印及列印，A3、B4 規格，每頁計扣點數為二點。 
4. 傳真(限國內)：每頁計扣點數為十五點。 

3. 證照達人風雲榜建置完成。 

 
4. 證照自學軟體持續購買與陸續建置中。 
5. 館內電腦重新設定控管。MA 棟各樓層電腦，計有 7 部僅提供瀏覽圖書館網站、查 

詢館藏及推薦圖書等服務；另有 4 部可供本校師生連結校外網路(須透過學生學習資

源中心電腦管理系統認證)。四樓穿堂「職涯資訊暨諮詢區」之 8 部電腦，僅可連結

就業資訊網。感謝電算中心大力協助。 
6. 圖書與非書資料推薦原則擇要說明如下， 

(1) 圖書資料推薦者限本校教職員工生。 
(2) 推薦圖書以一般性圖書為原則，專業圖書請向所屬系所薦購。 
(3) 推薦圖書前，請先利用書目查詢系統，確實未典藏再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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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圖書資源經費有限，推薦者每人每月推薦至多以 5 冊為限。 
採購編目組林組長報告： 
 

1. 本學期圖書資料購置已告一段落,並陸續提供給讀者借閱，希望委員們大力協助推 

廣以提高圖書借閱率。 

 

2. 圖書館本學期至今購進之圖書資料如下：中文圖書 4,087 冊（1,164,148 元）、外 

文圖書 438 冊（1,380,744 元）、視聽資料 171 件（604,500 元）、紙本期刊 401 種 

（3,947,470 元）、電子資料庫 8種（5,062,762 元）。 

 

3. 100 學年度學生學習資源中心採購之證照軟體共計 5套(818,760 元)，明細如下表所  

示，未來將持續購置相關證照軟體以提供學生學習使用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學習資源中心採購之證照軟體明細 
 

軟體名稱 金額(元) 備註 
會計資訊系統 70,000   
建築工程系列軟體 284,260   
虛擬企業模擬軟體-資材部 100,800   
ERP 應用人才培訓數位教材 93,700   
虛擬企業模擬軟體-財務模組 270,000 預計 12/20 安裝 
合計 81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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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閱覽組劉組長報告： 
 

1. 本學期圖書館嘉年華系列活動自 11/7 至 12/14 圓滿落幕，活動期間「輕 
鬆悅讀抽好禮」之圖書借閱量達到 13,157 冊、「校園之美攝影比賽」， 
共收到 8 件攝影作品，同學們發揮巧思將校園美麗的身影拍攝下來，目 
前照片已掛在圖書館一樓展示，請委員撥空到圖書館欣賞(得獎名單於 
12/15 下午 3 點公佈於圖書館網站)。 

2. 圖書館館際合作的部分，至今年年底，計 3 所大學圖書館即將到期，目 
前已積極與對方圖書館聯繫續約事宜。圖書館館際合作現況如下表：(名 
單詳見圖書館網頁) 
 

表一、館際合作現況表 
單一合作館 館際聯盟 

高中職 大學 

17 所 9 所 
(台大、交大、成大即將到期) 

北區技專聯盟(32 所) 
北區技職聯盟(18 所) 
北區大學聯盟(21 所) 

3.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館導覽活動(含學務處新生說明會之導覽服務)   

共計 14 場，計 1,933 人次參與。 

4. 99-1 與 100-1 圖書館、多媒體服務區與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使用情形比較： 
表二、圖書館使用率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圖書館 

9 月 10 月 11 月 合計 9 月 10 月 11 月 合計 
成長率

借閱量 7,349 8,722 8,198 24,269 7,345 8,469 8,891  24,705 1.79%
入館人次 9,915 12,865 12,771 35,551 11,731 12,930 12,444  37,105 4.37%

 
表三、多媒體服務區使用率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多媒體服務區 

9 月 10 月 11 月 合計 9 月 10 月 11 月 合計 
成長率

影片欣賞人次 4,302 5,358 5,611 15,271 4,142 5,295 6,457 15,894 4.08%
入館人次 8,184 13,934 12,994 35,112 9,527 12,860 17,030 39,417 12.26%

 
表四、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使用率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學生學習資源中

心 9 月 10 月 11 月 合計 9 月 10 月 11 月 合計 
成長率

電腦使用人次 3,903 5,037 7,759 16,699 5,837 7,585 7,413 20,835 24.77%
入館人次 6,137 8,248 10,572 24,957 10,921 14,324 13,057 38,302 53.47%

 

5. 圖書館自 2011 年 12 月 16 日(週五)起，開始辦理寒假借書；歸還期限延長至下學期 

開學後，2012 年 3 月 05 日(週一)前歸還。請各位委員協助宣傳，鼓勵同學們借書以 

充實寒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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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於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使用證照軟體之現況，如下表： 

(統計至 100/9/1~100/11/30 止) 

證照軟體名稱 證照種類 建議採購單位
使用

次數

E-Touch 線上學習系統 全民英檢、TOEIC、托福 圖書館 
自行選購 52

Just Talk 英語教室 全民英檢、TOEIC、NEW TOEIC 英語教學中心

自行選購 25

Live ABC 全民英檢網 全民英檢 英語教學中心

自行選購 27

Live ABC 網際英語學院 全民英檢 英語教學中心

自行選購 8

CC123 e-Learning 平台 電腦軟體應用、硬體裝修、網頁

設計、軟體設計、SCJP 
林文恭老師

免費提供 62

電腦技能檢定數位學習網 電腦軟體應用、網頁設計、軟體

設計、ERP 
林文恭老師

免費提供 19

巨匠數位學習課程 電腦軟體應用、網頁設計、Auto 
CAD、Photoshop、3dsmax 

教學發展中心

自行選購 108

軟體百視達 電腦軟體應用 教學發展中心

自行選購 46

Autodesk 建築工程系列軟體－3dsMaxDesign 2012 29
Autodesk 建築工程系列軟體－AutoCAD 2012 12
Autodesk 建築工程系列軟體－Ecotect 2011 6
Autodesk 建築工程系列軟體－InventorPro 2012 3
Autodesk 建築工程系列軟體－Revit 2012 

TQC、3dsMax、AutoCAD、

Ecotect、Inventor、Revit 營科系 

2
HERM 高效企業典範模型－【資材部及業務部】 22
WorkflowERP 應用人才培訓系列-ERP 基礎觀念及導入方法篇 7
WorkflowERP 應用人才培訓系列-生產製造模組應用篇 4
WorkflowERP 應用人才培訓系列-財務模組應用篇 1
WorkflowERP 應用人才培訓系列-配銷模組應用篇 

ERP 證照 資管系 

1

會計資訊系統－【文中版】 勞委會-會計事務職類【資訊項丙

級】 資管系 46

總計 480

 

莊校長  暢： 

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中有許多自學以及證照相關軟體，應多多宣導，並配合考照時間及證 

照輔導課程，讓同學能夠充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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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發展委員會委員建議事項，圖書館執行情形說明。 

一、莊校長 暢 

（一）電子資料庫的訂購情況是否依照訂購調查表的排名順序訂購？訂購是否僅限排序

前三名？ 

（二）是否可以利用館際合作的方式彌補電子資料庫的不足？ 

（三）另外，外文資料庫調查排序第四名─IEEEXplore 是否有訂購的可能？可否調整電

子資料庫與紙本期刊的經費分配用以訂購較多的電子資料庫？ 

執行結果： 

１、電子資料庫的訂購係依照由各系所教師填寫之訂購調查表統 

計決定，而後依照統計總分高低依序訂購。依照目前的經費可 

訂購中外文電子資料庫前三名。剩餘經費不多，經館方依據往 

年資料庫使用情形，加訂資料庫價格不高且使用率較佳之資料 

庫（如：工程學刊、情報贏家及 World Scientific 資料庫）。 

２、館際合作是每個學校將各自擁有的實體資料，如紙本圖書、期刊，以及博碩

士論文等資料，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相互支援借用。而電子資料庫

中的期刊全文資料，由於使用規範的限制，目前尚無法透過館際合作方法

取得。圖書館可提供圖書互借證供讀者至其他學校，使用他校之圖書資源

（包括電子資源）。 

３、依照目前圖書館經費的運用與配置，外文資料庫調查排序第四名─IEEEXplore

訂購的可能性低，因其價格高且在本校使用率極低。建議有需求之教師透

過館際合作方式獲取所需文章。 

二、莊副校長 晉 

（一）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之「網路影像文件輸出區」的使用規則為何？是否為使用者付

費的機制？ 

（二）館際合作的使用方法與資源可否於下次的圖書館發展委員會提供給與會的委員，

充分利用資源互享的精神？ 

執行結果： 

１、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之「網路影像文件輸出區」係依使用者付費的精神提供給

學生便利的文件輸出服務，且可結合圖書館的其他功能，俾使學生學習資源

中心發揮最大效用。其使用規則已於 100 年 09 月 21 日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萬能科技大學學生學習資源中心網路影像文件輸出區

設施使用管理及收費辦法」使用規則及收費機制，詳見第四條及第五條。 

２、下學期圖書館發展委員會時，圖書館會在會議中提供館際合作的相關知識及

實際應用之資料給各位委員(見 P.6~7)。其次，館際合作服務可透過向圖書館

借用之圖書互借證至他校使用圖書及電子資源；同時亦可使用全國文獻傳遞

服務系統（ＮＤＤＳ），透過網路平台向其他學校申請圖書借用，以及文獻複

印的資源共享服務。惟須負擔些許費用（如郵資、影印費與手續費）。另外，

最新版本的圖書館導覽手冊亦有提供館際合作相關資料（見圖書館導覽手冊

第 29 頁）。 
三、財金系郭恆慶副教授 

（一）手邊有很多書商贈送的教科書，不知可否捐贈給圖書館？ 

執行結果： 

如書商贈送之教科書未蓋有樣本書相關規範章者(如禁止轉贈等)，建議老師可以

將欲捐贈予圖書館的書籍轉交由學生學習資源中心處理與運用(如置於二手書交

換區，供學生交換之用)，嘉惠更多有需要的學子。老師可以聯絡圖書館或是學

生學習資源中心，由本館派員至研究室或指定地點收取捐贈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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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合作資源介紹 
一、館際合作的定義 

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書館，同意在一定範圍內進行合作，共享資源，以彌補館藏不

足之處。避免重複購置、重複編目，造成人力、物力等資源之浪費，並擴充資源，提

升服務效率。 
 
二、館際合作的服務項目 

(一)圖書互借(館際互借證)、互惠閱覽—免費 
圖書館與圖書館間彼此簽訂合作協議，並互換實體借書證數張，供彼此的讀者申

請後，到該合作館借閱使用其資源，並需遵守對方合作館使用上的規定。 
使用時機：當您的住家附近有其他的大專院校圖書館時，而您又有使用圖書館的

需求，不論是使用閱覽空間，或是借用圖書等需求，可向圖書館申請館際互借證，

至該圖書館使用館際合作服務。 
 

(二)館際互借(InterLibrary Loan, ILL)、館際複印—付費 
指讀者透過圖書館向其他圖書館借閱書籍，或是複印雜誌文章的服務。使用「全

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National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向各圖書館

提出申請。需支付郵寄或傳遞費用。 
使用時機：當您利用本館資料查詢系統無法查得所需資料，在向服務人員進一步

確認後，可透過圖書館申請館際合作互借或複印服務。 
 
三、FAQs 

Q1：從未申請過館際合作者，要如何申請館際合作互借或複印服務？ 
Ans：第一次使用線上館際合作，要先申請帳號。可從「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http://ndds.stpi.narl.org.tw/)」首頁的「讀者使用專區」下，點選「申請帳號」；或從圖

書館的館際合作網頁中

(http://www.lib.vnu.edu.tw/reference/Interlibrary-Loan/Interlibrary-Loan.htm)連結至該網

頁申請。 
Q2：我在外校念博士班但又是某所技術學院的兼任老師，我該向何處申辦館合的證號

或是館際互借證比較好? 
Ans：由於館合帳號無法重複申辦，因此請以個人取得資料的方便性為判斷依據，決

定向那一方申請。其次，館際互借證需依各校規則決定何者的借用期限較長，或者是

續借次數較多，請使用者依實際狀況擇優辦理。 
 

四、館際合作學校—館際互借證 
(一)北區大學聯盟合作學校： 

世新大學、輔仁大學、中央大學、中原大學、元智大學、銘傳大學 (台北、桃園

校區)、體育學院、國防大學 (校本部、中正理工學院、國防管理學院 、國防醫

學院)、華梵大學、中央警察大學、長庚大學、開南大學、清雲科技大學、龍華科

技大學、明志技術學院、長庚科技大學、南亞技術學院，以及聖約翰科技大學等

21 所學校。 
 
(二)北區技職聯盟合作學校： 

台北科技大學、台灣戲曲學院、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醒吾

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華夏技術學院、中華技術學院、馬偕護理暨管理專校、

明志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

龍華科技大學、清雲科技大學、南亞技術學院，以及慈濟技術學院等 18 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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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區技專聯盟合作學校： 

台北科技大學、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台北護理學院、台灣戲曲學院、中國科技大

學、中華科技大學、元培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

學、清雲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龍華

科技大學、大漢技術學院、大華技術學院、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北台灣科學技術

學院、亞東技術學院、南亞技術學院、致理技術學院、崇右技術學院、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院、華夏技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黎明技術學院、醒吾技術學院、蘭

陽技術學院、慈濟技術學院、台灣觀光學院，以及長庚科技大學等 32 所學校。 
 
(四)單一合作學校(大學)： 

海洋大學、台灣大學、台北藝術大學、台北科技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彰

化師大、中正大學，以及成功大學等 9 所學校。 
 
(五)單一合作學校(高中職)： 

新生醫專、桃園農工、清華高中、成功高商、龍潭農工、楊梅高中、光啓高中、

永平高商、中壢家商、新興高中、治平高中、新竹高商、光復中學、世界高中、

大湖農工、竹北高中，以及啟英高中等 17 所學校。 
 
若有其他問題，請電洽圖書館流通閱覽組，校內分機 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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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一、莊副校長  晉 

(一) 證照自學軟體類別太少，希望可以更多樣化，請各系提供相關資料。 

(二) 為了提高招生率，館際合作中的單一合作館-高中職部分，能否將大桃園地區全數

納入? 

(三) 明年是 40 週年校慶，請圖書館布置館史區。 

 

二、資管系王金印老師： 

(一) IEEEXplore 使用快速又方便，如之後透過館際合作方式是以何種型式提供資料? 

圖書館館長回覆：因考慮經費及排序問題，所以無法訂購，目前僅能透過館際合作以紙

本方式提供資料。 

莊校長  暢：檢閱篇數不多時，金額相對過高，改以館際合作方式彈性取得所需文章。 

 

三、環工系張美玲老師： 

(一) 若有資料庫使用期限的變動，是否可在網頁上註明使用期限? 

(二) 推薦外文書的採購是否有優先性? 

圖書館林組長回覆：1.在網頁上會加註期限，並請使用者能在期限前多加利用。 

                       2.因採購圖書前會先以 ISBN 比對是否有複本，所以新版圖書有時 

會因 ISBN 的關係被判定為複本書，若是老師們有特別需要新版

圖書，可轉告系上技士，再由技士告知圖書館人員特別採購。 

 

四、王教務長 啟川： 

(一) 學生學習資源中心是否有空間可放置「競技達人風雲榜」?並以院、系做分類，經 

費部分可利用卓越計畫經費支出。 

圖書館館長回覆：會後將與教發中心協調進行。 

 

五、商設系楊丁文老師： 

(一) 資料庫使用方法是否有針對學生做教育訓練課程? 

圖書館劉組長回覆：有需要的老師或是學生，只要向圖書館提出申請，圖書館將請資料 

庫廠商派員或是由館員進行解說。 

莊校長  暢：請在行政會議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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